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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2022 东港海鲜文
化旅游节线上启动。本次旅游节立足线
上，以互联网为媒、以节会友，直播展示
东港文化旅游资源，多角度宣传文旅特
色，进一步打响海鲜文化旅游品牌。

活动期间，通过多个直播平台集中
宣传推广东港精品旅游路线和梭子蟹、
杂色蛤、草莓等100余种特色旅游产品，
充分展示当地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突出
集滨海度假、温泉康养、休闲美食于一体
的地域特色。同时，增强海鲜文化旅游
节在互联网平台的即时性、广泛性和互
动性，以“魅力东港城，云游海鲜节”为主
题，推出一批富有创意的网络直播活动
和话题互动，全方位展示东港“北国江
南、江海明珠”的魅力。

韩晓非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东港海鲜文化旅游节
线上启动

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
业问题，丹东市出台进一步促进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创业若干
政策措施22项59条。一年来，累计
征集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421 个，通过省人社厅就业网、智慧
化人力资源市场公开发布。

据介绍，丹东市开展了“高校毕
业生就业双百日攻坚”和“就业创业
服务攻坚季”两大行动，组织高校毕
业生专场招聘会 36 场，进场招聘企
业321家（次），提供适合高校毕业生
就业岗位5650个。推进事业单位用
人自主权下放，通过“高校直招”招
聘高校毕业生 243 人，通过“名校优
生”直招 15 人。落实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政策，为全市 18 所驻丹高校
及职业院校1416名困难家庭高校毕

业 生 发 放 一 次 性 求 职 创 业 补 贴
220.7万元，为13家企业新招用的54
名高校毕业生发放社会保险补贴
4.5 万元，为 14 家企业新招用的 15
名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2.25万元。全面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提供“一对一”就
业帮扶2871人，实现就业2042人。

在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同时，
丹东市积极做好农民工就近就地就
业工作。全市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农
民工专场招聘活动 6 场，利用 63 个
乡镇的远程培训网络，组织开展农
村转移劳动力培训 3150 人次；利用
农村大集人流量大的优势，开展“农
村大集”返乡农民工招聘活动，为返
乡 农 民 工 提 供 适 合 岗 位 2500 个

（次）；持续开展“春暖辽沈·援企护

航”“奋斗正青春·筑梦在辽宁”等
省、市系列招聘活动，依托智慧化人
力资源市场开展各类招聘活动 172
场，进场招聘企业3500家（次），提供
就业岗位 4.7 万人；创新搭建“丹东
就业”抖音直播带岗平台，开展直播
带岗活动 8 场，参与企业 492 家，提
供就业岗位1.4万个；出台零就业家
庭认定、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就
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等政
策的规范性意见，通过灵活就业社
会保险补贴新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3636 人，累计为 8147 名就业困难人
员发放社会保险补贴 1453 万元；通
过公益性岗位新安置就业的就业困
难人员868人，累计为2908名就业困
难人员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3773万
元、社会保险补贴1282万元。

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到位

多措并举

本报讯 “马葫芦盖不淌水了，
路面安全了，大家的心情也舒畅

了。”看着供热单位施工人员完成维
修，丹东市振兴区临江街道新村社

区居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前不久，新村社区第四网格员

姜智鑫在网格“一日双巡”中，听居
民说 15 号楼附近马葫芦有返水情
况，便第一时间前往查看，发现问
题不小：马葫芦盖返水，附近路面
出现塌陷。他迅速将现场照片反
馈到网格员微信群，社区工作人员
很快携带警示牌来到现场，在路面
塌陷处拉起警戒线围挡，引导车辆
和人员绕行。社区工作人员也立刻
联系相关单位，经连夜抢修，消除了
安全隐患。

这是“小网格”发挥大作用的一
个镜头。近年来，丹东市积极探索
深化社区网格化管理，通过实施网
络平台和实体大厅建设同步推进，
着力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道”，第一
时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
至目前，全市通过“小网格”累计受
理 群 众 诉 求 18.7 万 件 ，办 结 率
98.5%，实现了“人在格中走、事在网
上办”。

丹东市精准分类调整优化社区

网格，按照服务管理规范的物业小
区，服务管理不够规范的物业小区或
无物业管理的小区，连片楼栋、独院
平房或单体楼，机关企事业单位、商
圈楼宇等4种类别，精准划分2016个
网格，平均每个网格覆盖 284户，并
整合政法、综治、信访等各部门职能
为“一张网”。同时，以专为主、以兼
为辅、专兼结合、互为补充地多渠道
发展壮大网格治理队伍，为每个网格
配备1名专职网格员、2名兼职网格
员。专职网格员由社区工作者和派
驻社区“第一书记”组成，兼职网格员
由离退休党员干部、楼长、单元长、暂
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社区内商铺党
员从业者等担任。丹东市还将 118
个市直单位3474名干部编入主城区
121个社区1105个网格，进一步充实
网格工作力量。

实行网格化管理后，辖区内所
有人、地、事、物、组织、网络等要素和
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其中，推动社情民
意采集、矛盾纠纷化解、城市精细管
理、居民精准服务在“一张网”内。网

格员们坚持网格内“一日双巡”，保证
居民每一件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都能得到及时反馈、有效解决。目
前，结合原有小区党支部，采取单独
或联合组建的方式，全市已建立网格
党支部 1120 个，并从专职网格员或
党员骨干中选优配强网格党支部书
记，设立党员先锋岗3740余个，划定
党员责任区2410个。

为 了 提 高 办 事 效 率 ，丹 东 市
运 用 智 慧 化 手 段 为 网 格 管 理 赋
能，以县（市）区为单位研发智慧
服务平台和指挥管理 PC 端、职能
部门 PC 端、网格工作 APP 端、群
众用户 APP 端“一平台四终端”智
慧党群服务平台，实现社区网格
管理信息化。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网格
作用，把老百姓身边的各种‘急难
愁盼’问题一件一件解决好，让群
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
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新村社区
党委书记沈粹说。

包司南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一日双巡线 事在网上办

丹东织密“小网格”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有事就去‘舒心小院’，真为咱老百
姓办事！你看，这条机耕路修得多棒，今
年秋收收割水稻时，运输方便了很多！”
对新修的机耕路，东港市北井子镇新海
村种粮大户宁士波赞不绝口。

新海村机耕路破损严重，运输车辆
无法通行。望着泥泞不堪的道路，宁士
波犯了愁。今年9月，宁士波走进“舒心
小院”反映诉求。几天后，镇村党员干部
和机耕路附近的农户，一起围坐在召集
人车桂兰身边，畅所欲言，汇集众智，很
快修路的各个环节逐一敲定……不到一
个月，新修的机耕路便投入使用。

“舒心小院”是新海村搭建集居民议
事、调解纠纷于一体的新载体。召集人
由村民推举熟悉民情、懂生产、服务意识
强的能人担任。利用茶余饭后、农事闲
暇时间，“舒心小院”帮助村民研究问题、
调处矛盾。“这些召集人有威望，又有一
定的调处能力，大家都很信服。”新海村
党总支书记于福宽说。

“舒心小院”建立后，得到镇党委、政
府的大力支持。村里上报问题后，镇里
采取“5+N”工作模式，由镇综治中心、公
安（边境）派出所、司法所、法院、乡贤五
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解决问题初步方
案。方案经镇党委审定后，再与问题涉
及的“N”个村组干部、村民代表、诉求
人，共同开展协商议事、跟踪督办、评价
反馈，构建起“小院吹哨、中心派单、部门
报到、党委考核”的机制，做到矛盾联处、
治安联防、问题联解，助力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截至目前，“舒心
小院”已召开集体会议7次，化解大小矛
盾纠纷10起，议决重要事项6件。

新海村“舒心小院”
解民忧
陈鸿军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为保障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丹东海事局多措并
举，全力做好辖区供暖煤炭运输保通保
畅工作。截至目前，已有 24 艘船舶，85
万吨供暖煤炭安全进出港。

进入10月以来，陆续有载运供暖煤
炭的船舶驶达丹东港。丹东海事局有效
发挥全要素水上“大交管”功能优势，对
载运供暖煤炭进港的船舶实行优先靠泊
政策，开辟海上煤炭运输船舶绿色通道，
进一步整合大东港区港航单位与海事部
门数据资源，加强港口动态感知，保障载
运供暖煤炭船舶进出港安全有序。同
时，丹东海事局融合海洋气象水文等数
据，加强恶劣气象信息综合研判，优化船
舶禁限航，提高通航效率。

丹东海事全力畅通
供暖煤炭船舶进出港

丹东时讯SHIXUN

让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丹东市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就业兜底保障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核心
提示

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持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丹东市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把兜住兜牢基
本民生保障底线、夯实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为民服
务效能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增进民生福祉，努力让人

民群众生活更幸福更美好。

今年以来，丹东市为7.03万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发放一次性生
活补贴1406万元；减轻2.3万家（次）企业失业、工伤保险缴费负担
7200万元；为3096户企业返还失业保险稳岗补贴3505万元；为
1416名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220.7万元；
全市新增就业1.7万人，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多亏了这笔救助金，帮孩子
顺利入学，圆了大学梦！”家住丹东
市元宝区七道街道城一社区的闫
丽高兴地说。

闫丽因病致贫，是一名低保
户。今年，在丹东市民政部门开展

“走进困难家庭，倾情解忧暖心”专
项行动中，市民政局救助科科长郭
继业与她结为“一对一”帮扶对子。

“民政干部的帮扶，让我有了主心
骨，有了依靠。”针对困难家庭孩子
上学难题，民政部门开展市级社会
救助基金助学活动，闫丽的孩子成
为受益者之一。

2021 年 4 月，丹东市各级民
政部门深入开展“走进困难家庭，
倾情解忧暖心”专项行动，变“人
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及时发现
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为使困难群众对救助政策能
够看得到、听得懂、有保障，提高
政策知晓率，民政部门精心制作 6
万余份宣传材料，详细介绍各项
社会救助政策。工作人员开展排
查时，将宣传材料发放给困难群
众，并认真开展政策宣讲。排查
后，依据困难家庭实际情况认真
填写专项行动工作台账，详细记
录排查家庭基本情况、政策落实
情况、需帮助解决问题、已经解决
的问题等。

两年来，这项暖心行动走向
常态化。通过开展“一帮一”结对

帮扶，用政策排忧解难，用真情温
暖民心，目前全市有 251 名民政
干部与重点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
子。一年来，走访困难群众 5 万
多人，发现并解决群众难点问题
8502个。

为了让社会救助基金惠及更
多困难群众，今年，民政部门将社
会救助基金范围由助医扩大到助
学，开展“暖心行动 助力圆梦”活
动，共为 215 名新入学的低保家
庭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43 万元。
截至目前，全市通过社会救助专
项基金救助困难群众 227 人，发
放49.2万元。

一年来，丹东市细化临时救
助类型，对急难型临时救助对象
采取“先行救助”措施，提高救助
时效性。对支出型临时救助对
象综合考虑困难程度、持续时间
等因素采取分档救助。各乡镇

（街道）均已足额落实临时救助
备用金，确保应救尽救。截至目
前，全市救助 7402 人次，发放临
时救助金 400 万元。疫情期间，
丹东市通过开展救助、优先发放
实物、开展异地协助、关爱特殊
群 体 等 措 施 ，积 极 做 好 兜 底 保
障。累计为 2.32 万户受疫情影
响困难群众发放临时救助款物
414 万元，为全市 7.03 万低保对
象和特困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
补贴 1406 万元。

困难群众及时获救助

暖心行动

“以前做梦都想有个稳定的
工 作 ，如 今 这 个 愿 望 变 成 了 现
实，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谈起公
益性岗位对自己的帮助，宽甸满
族自治县虎山镇长岗子村苗玉
龙有感而发。

今年 56 岁的苗玉龙身体不
好，干不了重活，缺少增收途径，生
活常常捉襟见肘。今年3月，宽甸
县人社局开发短期公益性岗位，苗
玉龙成为受益者之一。“保洁员公
益岗活儿不累，按月给补贴，还不
耽误种地，挺适合我的！”有了这份
工作，苗玉龙每天早晨6点半准时
打卡上班，把村里的街道、胡同打
扫得干干净净。

一年来，丹东市全面落实就业
优先战略，积极落实国家和省“降、
缓、扩、返、补”等惠企政策，出台助
企纾困和民生保障24条举措。全
面落实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政策，下调失业保险费幅度33%，工
伤保险费率下降幅度20%以上，全
部实行“免申即享”，累计减轻全市

2.3 万家（次）企业失业、工伤保险
缴费负担7200万元。大力实施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举措，延长原
定 5 个特困行业缓缴期限至 2022
年年底，扩大实施缓缴政策到17个
行业困难企业，并将全市所有中小
微企业全部纳入缓缴范围，建立人
社、税务联合受理机制，实行“一
厅”办理，累计缓解疫情期间全市
800 家（次）企业资金压力 4048 万
元。扩大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
政策受益范围，将技能提升补贴范
围从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参保失业人员，放宽至参加失业
保险12个月及以上的企业在职职
工，累计为114人发放失业保险技
能提升补贴 24.5 万元。深入实施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将大型企
业返还比例从 30%提高到 50%，将
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 60%提高
到90%，累计为全市3096户企业返
还补贴3505万元，全部实行“免申
即享”，稳定岗位8.4万个。

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

政策引导

振兴区纤维街道四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走访慰问高龄独居老人。 振兴区委宣传部供图

在丹东市人社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接待前来咨询养老、就业等问题的市民。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摄

振安区太平湾街道办事处成立网格党群服务站，打造集党员活动、服务
居民、协商议事为一体的“三合一”服务平台。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
公 告

2022年第242号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通知》（中发

〔2019〕8号）精神，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
选公示如下：

温向伟，女，汉族，1973年7月生，在
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
任沈阳市辽中区委书记，拟任省直部门

（单位）正职。

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
该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2年
12月30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
上举报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
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
网上举报应署真实姓名。信访的有
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

联系电话：024-12380（1）
举报网站：www.ln12380.gov.cn
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

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
大街45号 邮政编码：110822）

2022年12月23日


